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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同心同力找隐患”劳动竞赛 

获奖名单（单位奖） 

序号 单位 获奖结果 

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2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3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二等奖 

4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二等奖 

5 江西铃格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三等奖 

6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奖 

7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三等奖 

8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三等奖 

9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三等奖 

10 南昌江铃集团梅克朗汽车镜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0 年“同心同力找隐患”劳动竞赛 

获奖名单（个人奖） 

序

号 

单位 所属部门或分厂车间 姓名 电话 获奖结果 

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总装 N 车间 张凯 15070016303 一等奖 

2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申铃公司 唐东华 13970427597 一等奖 

3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 叶联 18970878306 一等奖 

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车桥厂设备科外围班 闵国根 13247813002 一等奖 

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车架厂铆焊车间 黄彪 18107008760 一等奖 

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车桥厂二车间 邓琦 13870673580 一等奖 

7 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塑料车间 陈城 13870890825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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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司 涂装车间 高建平 13699535343 一等奖 

9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实业餐饮公司 何睿轩 18170030261 一等奖 

1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部 汪凤敏 18170415109 一等奖 

11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机加车间 章鹏辉 15879178207 二等奖 

12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物流部 曹秀君 13517001678 二等奖 

13 江西铃格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设备动力部 张双红 15879150260 二等奖 

14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型材车间 洪云 13767178440 二等奖 

1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总装区域 熊新平 13907097447 二等奖 

16 江西铃格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压铸工厂 晏小星 18970819733 二等奖 

17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焊装车间 罗小云 13767967701 二等奖 

1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焊装区域 周茂根 13870072537 二等奖 

19 麦格纳动力总成（江西）有限公司 DCT 热处理车间 卢小芳 15083507657 二等奖 

20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冲焊 胡腾耀 18607099116 二等奖 

21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制造部 方心蕊 13767188397 二等奖 

22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减壳车间 黄智诚 18279136034 二等奖 

23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总装区域 陈卓 15083822662 二等奖 

2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车架厂涂装车间 樊友胜 13684819101 二等奖 

2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车桥厂机加三车间 鞠军 13627917812 二等奖 

2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冲压厂物流组 聂磊 13970962660 二等奖 

27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冲焊厂 涂周杨 13970881854 二等奖 

28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装配车间 樊友辉 13979162348 二等奖 

29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装配车间 刘玉鑫 15970466886 二等奖 

30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减壳车间 钟先福 15727572239 二等奖 

31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涂装车间黄中亭 黄中亭 15083550513 二等奖 

32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涂装车间附件一班 唐兵华 18507095330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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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部 莫康 18970863418 二等奖 

34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申铃热处理 何国水 13767616506 二等奖 

3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焊装区域 程云水 13576295167 二等奖 

3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 N 涂装 方明 15083839759 二等奖 

37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冲压 车敏 15179446518 二等奖 

38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车间 胡凯华 13732958024 二等奖 

39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减壳车间 黄志斌 18296460281 二等奖 

4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总装 蔡华 13807098287 二等奖 

4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 n 焊装车间 舒武 15970691991 二等奖 

42 南昌齿轮锻造厂 机加工车间 宋卫国 13879135648 二等奖 

43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车间 吴小军 13907947320 二等奖 

4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发动机仓库 方春英 13879106240 二等奖 

4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料部 胡亮 13699524655 二等奖 

4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总装 黄林龙 13870952327 二等奖 

47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车桥厂 欧阳小灵 13970055182 二等奖 

4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焊装区域 赵辉 18070071131 二等奖 

49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涂装厂 刘翔 13319405930 二等奖 

50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车间 姜辉 13767679712 二等奖 

51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 万鹏云 15679428995 二等奖 

52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冲压厂 李伟 15270473927 二等奖 

53 江西铃格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压铸工厂 周辉 15270809043 二等奖 

54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冲压厂二车间 龚美香 13970017497 二等奖 

55 南昌江铃集团梅克朗汽车镜有限公司 质量体系 范铁红 15279185052 二等奖 

56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警用线 殷国庆 18107092170 二等奖 

57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骨架零部件车间 谢建 13870951735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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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冲压厂 袁嵩 13576038110 二等奖 

59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南昌联达机械有限公司 杜晓明 15079199067 二等奖 

60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拆解中心 钟明海 13767148376 二等奖 

61 南昌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UAP 徐志兵 18720054245 三等奖 

62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专用物流部 熊白华 13979161813 三等奖 

63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再制造中心 倪明 18970826932 三等奖 

64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采购部 何锋 18279109563 三等奖 

6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 T 涂装车间 黄敏 13879165009 三等奖 

6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富山工厂冲压车间 宋辉 18170837731 三等奖 

67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部 王川 13576108765 三等奖 

6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车桥厂机加一车间 宗寅翔 13576299362 三等奖 

69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冲压厂 贺朝辉 13879109675 三等奖 

70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冲压厂 杨毅龙 18979166235 三等奖 

71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部 熊家嘉 18979226019 三等奖 

72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车间板链班 岑智晓 18166035629 三等奖 

73 南昌齿轮锻造厂 发动机及后桥车间 余国根 13970006052 三等奖 

74 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装配车间 吁鹏 13607060805 三等奖 

75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切管 方斌 18720064229 三等奖 

76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冲压厂 虞华兴 13807056245 三等奖 

77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专用冲压厂 周士奇 13870090600 三等奖 

7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部部品库 陈序庶 15879049054 三等奖 

79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焊装区域 方玉敏 15270931208 三等奖 

8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物流部 毛文青 13627091368 三等奖 

81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冲压 罗志辉 18172895758 三等奖 

82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品质检查部 孙海波 13576008819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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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 熊洪涛 18979124308 三等奖 

84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部 范波 18379669099 三等奖 

85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研究院 郭中福 18779873787 三等奖 

86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昌北总装区域 林清水 13479157145 三等奖 

87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车桥厂机加一车间 邓旭 13576937324 三等奖 

8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焊装区域 万秋 18079170092 三等奖 

89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三车间 罗力辰 13367002336 三等奖 

90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小蓝冲压厂 曹良顺 18379156137 三等奖 

91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上饶实业公司 杨昔元 13970823611 三等奖 

9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部品库 曹原飞 13767483640 三等奖 

93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投产变更管理部 陈玉春 13479105502 三等奖 

9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物流部 甘泉 13707082133 三等奖 

9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 刘涛 13507912897 三等奖 

9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部部品库 m 库 齐跻 13576906984 三等奖 

97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江西五十铃涂装厂 罗杰耀 13970077747 三等奖 

98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冲压厂一车间 侯瑞强 13576115857 三等奖 

99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财务部 叶琴 13870630989 三等奖 

100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车间 娄旭 15870750834 三等奖 

101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焊装车间 范水良 13755797096 三等奖 

102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涂装机电二班 辜尊国 13870958577 三等奖 

103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专用物流部 李红梅 13767971058 三等奖 

104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晟威 李忠华 13627089708 三等奖 

105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江铃昌丰 刘剑勋 13870608927 三等奖 

10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全顺涂装面漆 何定新 18970071215 三等奖 

107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人焊装 N 车间 江勇 13870838727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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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厂 4C 车间 舒锟（大） 15970414685 三等奖 

109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清理车间 吴宏辉 13870975639 三等奖 

11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部品库 熊小虎 13576923898 三等奖 

111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 罗红玉 13607003406 三等奖 

112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 左星 15179116136 三等奖 

113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部 肖秀华 13870970258 三等奖 

114 南昌齿轮锻造厂 技术质量部 张宾 13879168346 三等奖 

115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 胡信科 13907949891 三等奖 

116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 余聪 18079437856 三等奖 

117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好装边护栏班组 李骏飞 15083530852 三等奖 

118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涂装车间扫尾一组 殷告华 13576024551 三等奖 

119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新基地项目部 熊克云 18170072730 三等奖 

120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制造技术部 尹聪 15083542091 三等奖 

12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 N 车间 邓捷 15079156676 三等奖 

12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投产变更部 冯亮 13870604913 三等奖 

123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焊装区域质量科 何俊 13803538648 三等奖 

12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冲压二车间刘毅 刘毅 18979108763 三等奖 

12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物流发动机仓库 罗来华 13979129009 三等奖 

12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訢综合仓库 欧阳旭淮 18970046185 三等奖 

127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装车间小车线 万铭 15879969923 三等奖 

12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部 万仁文 13576023610 三等奖 

129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部 张捷 18179156055 三等奖 

13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部 郑华云 13807063522 三等奖 

131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 章轲 18179156159 三等奖 

132 南昌佛吉亚排气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 现场 彭飞 13667292403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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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麦格纳动力总成（江西）有限公司 DCT 齿轮车间 邓海伦 17679226070 三等奖 

134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采购部 姚智俊 13879140762 三等奖 

135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202 组殷红梅 殷红梅 13687007329 三等奖 

136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车间 樊奇辉 18770264677 三等奖 

137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小蓝冲压厂 李勇 13517000455 三等奖 

138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联成物流部 杨建友 15070902915 三等奖 

139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冲压厂 宗敏 13767027654 三等奖 

140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 江铃宾馆 龙江 13970066445 三等奖 

141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质量部 黄飞 15307027091 三等奖 

14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铸造厂清理车间 胡威 18070298108 三等奖 

143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焊装区域 李魏伟 15907004331 三等奖 

14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汽油机机加车间 罗贤民 13133910165 三等奖 

145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涂装全顺 吴波 18942225701 三等奖 

14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涂装区域 肖水根 18170880780 三等奖 

147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冲压厂一车间 徐燕辉 13870095774 三等奖 

14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总装 M 车间 张梦良 13361629982 三等奖 

149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谱工厂焊装车间 张卫国 13870071954 三等奖 

15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总装区域 钟希勇 13979101718 三等奖 

15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蓝工厂焊装区域 周杰 18166031172 三等奖 

152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工务物流部 李松松 15879069057 三等奖 

153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厂 廖良余 13870913285 三等奖 

154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厂 许雄辉 15170033415 三等奖 

155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冲压厂 程文斌 15879162130 三等奖 

156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一车间 肖苏明 13133825519 三等奖 

157 南昌江铃集团梅克朗汽车镜有限公司 生产部 宋超 15270866170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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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201 熊海红 15170220510 三等奖 

159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部 邹林琳 15083519975 三等奖 

160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车间 王凌峰 15179124483 三等奖 

 

 


